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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顧問：
馮以浤先生
專業發展顧問：
程介明教授 鄭燕祥教授
黃毅英教授 曾永康博士
陳德恒校長 郭偉祥校長
洪楚英校長 林偉才校長
龔萬聲博士
義務法律顧問：
莊耀洸律師
義務會計師：
江子榮會計師
義務醫事顧問：
李家仁醫生
2019-20 年(第 36 屆)幹事會：
主席
：陳國柱先生
副主席 ：文達聰先生(中學)
副主席 ：朱惠玲小姐(小學)
義務司庫 ：陳潤華先生
義務祕書 ：曾婉堯小姐(中學)
梁慧盈小姐(小學)
委員
： 羅愛萍小姐
鄭金洪先生
陳浩文先生
林家俊先生
趙秀玲小姐
譚智聰先生

尊敬的校長、副校長、活動主任、學校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
專業發展研討會(視像會議)

主題：「在疫情期間學校教育缺失的板塊 –
全人發展如何落實，課外活動何去何從？」

協辦單位：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領導計劃」

本會成立至今三十五年，一直致力協助中、小學推動學生活動發展，
並在學術與實務的前提下，促進教師們的專業能量。本學年，香港面對冠
狀病毒病疫情影響，教育局於二月份宣佈各中小學停課，及後須於五月至
七月初期間陸續復課，但最近亦因疫情再度擴散，學校須提早放暑假。
在這段停課及復課期間，大部份中小學的課外活動暫停進行，本會十
分關注因疫情影響下全港中小學的課外活動發展受到限制。因此，本會希
望透過是次專業發展研討會的主題：「在疫情期間學校教育缺失的板塊 –
全人發展如何落實，課外活動何去何從？」與各中小學學校校長、副校
長、活動主任及會員共同探討課外活動如何在疫情下仍能繼續進行。

附設委員會
編輯委員會(會訊及網頁)：
鄭愛遠先生 (召集人)
陳國柱先生 曾婉堯小姐
林家俊先生
考察交流活動委員會：
文達聰先生(召集人)
羅愛萍小姐 陳潤華先生
陳浩文先生 趙秀玲小姐
陳劍鋒先生
福利委員會：
梁慧盈小姐（召集人）
文達聰先生 譚智聰先生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曾永康博士 (召集人)
林偉才校長 鄺文慧小姐
朱惠玲小姐 文達聰先生
鄭金洪先生

本次研討會將公開於網上舉行(暫定每校報名名額 1 位，總數 300 位，
額滿即止)。現特函誠邀 貴校校長、副校長、活動主任及本會會員參加。各
參加者須於 2020 年 8 月 5 日前完成網上報名 (報名網址)。成功報名者將於
研討會舉行 2 小時前收到本會發出的 ZOOM (視像會議)的會議 ID 及密碼。
有關研討會詳情，請參閱隨函附上之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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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柱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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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研討會(視像會議)
程序表
主題：「在疫情期間學校教育缺失的板塊 –
全人發展如何落實，課外活動何去何從？」
日期：2020 年 8 月 10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 至下午 4:00
地點：ZOOM 視像會議(名額 300，額滿即止)
查詢：info@hkeama.org.hk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網頁： https://www.hkeama.org.hk/
研討會內容如下：
講題
1.

「冠狀病毒疫情對香港中小學學校
課外活動的影響」問卷調查結果

講者 / 負責人

時間
2:00 pm -

陳國柱先生

2:15 pm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主席

2020
2.

停課期間個别中小學課外活動的成
功實踐案例

2:15 pm -

文達聰先生

2:45 pm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副主席

崔家祥校長
附設委員會
編輯委員會(會訊及網頁)：
鄭愛遠先生 (召集人)
陳國柱先生 曾婉堯小姐
林家俊先生
考察交流活動委員會：
文達聰先生(召集人)
羅愛萍小姐 陳潤華先生
陳浩文先生 趙秀玲小姐
陳劍鋒先生
福利委員會：
梁慧盈小姐（召集人）
文達聰先生 譚智聰先生
課程及學術委員會：
曾永康博士 (召集人)
林偉才校長 鄺文慧小姐
朱惠玲小姐 文達聰先生
鄭金洪先生

愛秩序灣官立小學

林家俊先生
樂善堂王仲銘中學
學生事務主任

3.

協會「課外不停學 — 環境生態文

2:45 pm -

陳嘉俊先生, JAN

化網上學習課程獎勵計劃 2020」

3:00 pm

「野外動向」創辦人

在疫情期間支援學生持續學習的成

朱惠玲小姐

果匯報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副主席

4.

學校應如何製訂課外活動停課應變
方案— 線上線下混合活動模式

3:00 pm -

曾永康博士

3:40 pm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
領導計劃」副總監

( Blended Mode of ECA )。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專業發展顧問

5.

答問時間

3:40 pm 4:00 pm

會議主持

